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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出台《实施意见》
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

本报讯（苏洋 全媒体记者 何敏）近日，我市

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

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构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

基层下得去、留得住、干得好、流得动的长效机制。

《实施意见》提出了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

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就业，到基层和艰苦边远地

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，参加基层服务项目、购买基

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开发就业岗位，参与科研

项目实施，参加农业现代化建设，投身脱贫攻坚主

战场，发展新兴业态自主就业，鼓励参军入伍，支

持到基层创业兴业等 10 大就业渠道。明确了加大

教育培训力度、提高基层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待遇、

完善基础职称评审和岗位管理制度、营造有利于

发展的制度环境、优化创新创业政策环境、健全统

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等 6 项保障措施，进一步完

善全市各级、各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，共同引

导、鼓励、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。

《实施意见》还对现行大学生就业创业扶持政

策进行全面集合，再次明确政策执行标准，列举中

小微企业和农业经营主体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社

保补贴，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奖补，大学生灵活就业

社保补贴、创业补贴、创业培训补贴、技能培训补

贴、技能提升补贴等优惠扶持政策，进一步加大高

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的扶持力度，增强各项

政策举措的操作性，保障《实施意见》在基层落实

落地，为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保驾护航。

遂宁海绵城市试点区域内
城市内涝防治和黑臭水体治理效果公示

全国第一批海绵城市试点即将开展验收评

估，为全面检验遂宁海绵城市试点在治理城市

内涝和黑臭水体方面的成效。让老百姓参与评

判试点区海绵城市建设效果，现对遂宁海绵城

市建设试点区域内城市内涝防治和黑臭水体治

理标准进行公示，就治理效果接受社会监督。

试点区域边界，易涝点及黑臭水体公示图

城市排水防涝标准公示表

序号

1

2

黑臭水体名称

明月河黑臭水体

联盟河黑臭水体

整治效果

水体实现不黑不臭

达到《城市黑臭水

体整治工作指南》

要求的水质指标

主要整治工程措施
源头低影响设施建设、雨污分流改造、沿河建设截污管

道、在两岸各建一座 CSO 调蓄池、清理河道两岸垃圾、对

底泥清淤、引渠河清水补给明月河

通过畜禽养殖取缔、全面落实河长制、构建联防联治机

制、控制化肥的合理使用、截污管网建设、雨污混接治

理、河道底泥清淤、水生态系统重构、污水处理厂建设

试点区域在以下降雨量条件下，实现居民

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底层不进水、道路中

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过 15cm 的要求。
___年一遇

30

___毫米 /24 小时

268

雨后退水时间

（小时）

最不利情况下 5 小时（最不

利情况指 30 年一遇降雨与

涪江 20 年一遇洪水同时遭

遇），一般情况下 2 小时

主要整治工程措施

源头实施海绵化改造、客水

截流、雨污分流改造、新建

雨水管道、提升管道标准、

新建排涝泵站

遂宁市排水防涝情况监督举报电话：0825-2315803

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标准公示表

一、公示期 2018年 8月 1日-9月 15日
二、公示内容

遂宁市黑臭水体整治情况监督举报电话：0825-2315803

遂宁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2018年 8月 1日

9 月 4 日，遂宁市第一医院首批赴欧

研修青年医生朱季香（消化内科）和黄艳

（皮肤医学美容）分别从德国和意大利学

成归国，两人除从欧洲带回先进技术、人

文服务理念之外，还担当友谊的“架梁

者”。 在研修期间，朱季香将张氏剪刀

这一中国发明的内镜器械作为礼物送给

了德国马格德堡医院；黄艳则带回来了

意大利锡耶纳大学医院院长赠送给医院

的“经书”——《SAM GIMIGNANO》（圣吉

米那诺）和与锡耶纳大学医院的合作协

议，正式开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欧洲顶

级大学医院的合作之旅，实现医院国际

交流零的突破。

意 大 利 锡 耶 纳 大 学 医 院 院 长 Dr.
Valtere Giovannini 在赠送给市第一人民

医院的视频中说到，对于锡耶纳大学医

院的全体医务人员及他本人来说，与遂

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签订合作协议，是其

极大的荣幸。意大利锡耶纳大学医院作

为意大利国家级重点医院，在心脏外科、

胸外科、神经外科等领域处于专业领先

地位，同时是托斯卡纳大区境内唯一的

国家级心脏移植及肺移植中心，而在肿

瘤领域，该院设有 Maio 教授的国际肿瘤

免疫治疗中心，他本人相信通过与医院

的交流与合作，锡耶纳大学医院的医务

人员也将在各领域有所收获。他也期待

在各领域与遂宁同行交流与合作，同时

衷心欢迎医院医务人员前往锡耶纳大学

医院交流访问。

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、院长侯勇表

示，将借好国际交流的力，将前沿诊疗技

术、人文服务理念带回遂宁，加强医院优

势学科建设，服务好一方百姓。

（杨利 全媒体记者 黄尧）

▲黄艳（左）与意大利锡耶纳大学

医院院长合影

▲朱季香（左一）与研修班同学（右一）与德

国医生合影

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
与意大利锡耶纳大学医院合作起航

喜
船山区、市河东新区辖区未

发现焚烧痕迹

当天，暗访督查二组对河东二期、船山

区永兴镇等地的秸秆禁烧情况进行了暗访。

从河东新区北延线进入河东二期，过中

脊村、钟灵寺村沿线，督查人员看到村道路

两旁都有禁止焚烧秸秆的宣传标语，且每

隔两三百米就有一个警示牌。道路两旁的

农田里，村民将玉米杆、花生藤等成捆堆放

在地沟边。一些农户还将玉米杆、黄豆杆、

花生杆等粉碎在田地里。田地里也未发现

燃烧秸秆之后的黑斑痕迹。

“我们都是让秸秆烂在地里，实在不容

易烂的就堆放在土边。”当督查组询问周围

农户关于秸秆如何处理的情况时，周围居民

均表示，政府有宣传，不能焚烧秸秆导致空

气污染，只能将秸秆粉碎或是就地掩埋。

当晚 20 时，督查组又来到船山区永兴

镇等多个乡镇暗访，通过走访当地居民、实

地查看农田，也未发现有水稻草、玉米杆等

秸秆燃烧痕迹。

忧
经开区辖区发现几十处“黑斑 ”

当天下午 18 点 30 分，在经开区漆家梁

子附近，暗访督查一组发现田地内有村民

焚烧秸秆，伴随着滚滚浓烟，燃烧的秸秆在

傍晚下格外刺眼，空气中也明显能闻到刺

鼻的气味。督查人员立即对焚烧行为进行

了制止，并对当事人和附近村民进行了宣

传教育。

除明火外，督查组还在罗家堤和漆家梁

子一带发现了几十处“黑斑”，焚烧秸秆的痕

迹随处可见。记者通过观察还发现，附近一

带无明显的秸秆禁烧宣传标语或警示牌。

查
禁烧工作不力将被问责

“全市秸秆禁烧的原则是‘三不见’，即

不见火花、不见烟雾、不见黑斑。”市禁烧办

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临近收获，我市又进入秋

季秸秆禁烧工作的关键时期，市禁烧办将

采取现场督查、暗访调查、走访群众、查看

痕迹资料等方式，对各县（区）、市直园区以

及市直有关部门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

工作情况进行督查。市农业局、市环保局、

市城管局也将组织力量加强对县（区）、市

直园区禁烧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日常监督检

查，加大对露天焚烧秸秆违法行为的查处

力度，从源头控制焚烧行为。

市委市政府目督室相关负责人表示，秸

秆禁烧工作直接涉及到全市人民是否有一

个空气新鲜的生活环境，希望全市广大农

民朋友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，一律不能

焚烧秸秆，并按照各级党委政府要求做好

综合利用。对于此次暗访督查中发现的情

况，市委市政府目督室将立即责成经开区

进行整改，并及时上报整改情况。我市也

将继续不定期地组织暗访督查，对责任不

落实、管控不力的部门和个人，按有关规定

移交追责问责。

(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何敏 )

市联合督查组督查部分乡镇秸秆禁烧情况

发现经开区有一处明火几十处“黑斑”

市联合督查组督发现经开区有几十处“黑斑”

9 月 5 日，市委市政府目督室
会同市环保局、市农业局、遂宁日
报社、市广播电视台组成两个联
合督查组，对船山区、经开区、河
东新区部分乡镇的 2018 年秋季秸
秆禁烧工作进行了暗访督查。

全市环保系统
开展交叉执法检查

本报讯（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）4 日，记者获悉，

从 9 月 3 日起，市环保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砖瓦行

业执法检查回头看、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达标排放专

项执法及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行动。

据悉，此次行动是从各县（区）抽调执法人员

开展交叉执法检查。在砖瓦行业执法检查回头看

方面，此次要全覆盖全市 97 家砖瓦企业，重点核

实其是否按期完成淘汰关停、规范整治和挂牌督

办，对检查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严处，确保

完成砖瓦行业环境问题整治；在垃圾焚烧发电行

业达标排放专项执法行动方面，执法人员将对相

关垃圾发电项目开展执法检查，并对项目废气废

水排放情况、固废处置情况、信息公开情况等开

展一次全面的执法检查，督促垃圾焚烧发电公司

提高管理水平，确保稳定达标排放；在违法违规

建设项目清理整顿方面，各检查组执法人员将认

真分析全市 1796 个环保违法违规项目清理情况，

找准未批先建、未验先投等违法行为线索，有的

放矢的对违法违规项目进行抽查，倒逼企业认真

履行环评制度，确保 2018 年底前全面完成辖区内

所有环保违法违规项目清理整顿工作。

做两天小工
两年都未拿到工资

本报讯（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）近日，12345 政

府服务热线接到安居区玉丰镇红庙村 2 社村民赖

某来电，反映其 2016 年在安居区中兴镇一道路建

设项目中做小工，两年了还未得到工资。安居区

接件后，立即责成中兴镇核实处理。

中兴镇镇长孔强第一时间带队找到赖某了解

情况，但是赖某只知道在中兴镇修过道路，其它

均不清楚。经工作人员多方走访得知，赖某于

2016 年 8 月到中兴镇空洞山村移民后扶项目修建

道路，该项目已全部完工。当时赖某只干了两天

就没再继续做工，离开时施工方负责人杨某以没

有得到工程款为由，只借给赖某 100 元让其回家。

中兴镇工作人员多次联系施工方负责人杨某

协调此事，但赖某务工时未签定劳动合同，且务

工时间短，杨某不承认赖某在其项目务过工，双

方多次协商未果。之后，孔强再次带队赶赴赖某

家中，现场垫付杨某拖欠赖某的工资 200 元，并支

付其从玉丰镇到中兴镇往返的路费 60 元，共计

260 元。赖某拿着其来之不易的工钱，对党委政

府的关怀充满了感谢。下一步，中兴镇将收集相

关证据，依法处理拖欠民工工资的行为，维护群

众的合法权益。


